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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在踏入2015年的前
夕，多個網民團體在網上討論區選舉「2014年香港十
件大事件」，結果近期宣判的「許仕仁貪污案」後來
居上，登上榜首，而關於違法「佔領」行動的一系列
事件亦齊齊上榜。此外，「禍港四人幫」之一、壹傳
媒集團主席黎智英被網民踢爆勾結外國勢力，及兩年
內向反對派「豪揼」逾4,000萬「捐款」的政治醜聞，
同樣打入「十大」，反對派私相授受的政棍嘴臉早已
深入民心。

「佔中」居次 人大通過普選特首第三
過去半個月，多個網民團體在本港三間熱門討論區

發起投票，選舉「2014年香港十件大事件」，為今年
大事回顧作總結。8萬多名網民關注並瀏覽，1,328名
網民參加投票。結果，「世紀貪污案：許仕仁、郭炳
江等4名被告獲刑」、「『佔領』中環大規模非法集會
啟動，歷時79日」，及「《關於香港普選行政長官問
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獲全國人大常委
會全票通過」，分別奪得三甲。
排名第4至6位則是經濟民生熱話，包括「『滬港

通』啟動」、「仁川亞運會閉幕，香港代表團取得6
金12銀24銅佳績」，及「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施政報
告推出扶貧、安老等經濟民生措施，貧困人口降至
97萬，取得實質性成果」。至於第7位，是轟動一
時的「《明報》前總編輯、網絡運營總裁劉進圖遇
襲」。

肥黎捐4,000萬黑金排第八
另外，排名第8至10位分別是「黎智英被爆出勾結

外國勢力，兩年內捐出4,000萬予反對派政黨和人
士」，「『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發起『還路於民恢
復秩序 維護法治』簽名行動，收集到183萬簽名，創
下歷史紀錄」，及「港府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議案在
立法會投票通過」。

網民關心政經話題
從選舉結果分析，網民對時事新聞積極關注，其中

違法「佔領」行動最為矚目，多宗系列事件集體入
選。除了政治爭議外，網民亦十分關心經濟話題，
「滬港通」受到普遍關注，而深港前海合作區方案出

台雖未能當選，但關注度亦不俗。在討論評論中，不
少網民態度積極正面，包括為香港代表團在仁川亞運
會取得銅牌佳績感到高興，也對特區政府的扶貧政策
充滿期待。

網民選今年「十件大事」「許仕仁貪案」居首
網民選舉2014年香港十件大事
1. 世紀貪污大案宣判，許仕仁、郭炳江等4名被告獲

刑。
2.「佔領中環」大規模非法集會啟動，歷時79日。
3.《關於香港普選行政長官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
法的決定》獲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

4.「滬港通」啟動，滬港兩地證券市場實現互聯互通。
5. 仁川亞運會閉幕，香港代表團取得6金12銀24銅佳

績。
6. 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推出扶貧、安老等經濟民
生措施，貧困人口降至97萬，取得實質性成果。

7.《明報》前總編輯、網絡運營總裁劉進圖遇襲。
8. 黎智英被爆出勾結外國勢力，兩年內捐出4,000萬予

反對派政黨和人士。
9.「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發起「還路於民恢復秩序維
護法治」簽名行動，收集到183萬簽名，創下歷史紀
錄。

10. 港府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議案在立法會投票通過。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英借「密檔」攪局 被批別有用心
法律界指鐵娘子說法不符聲明 回歸後英對港無「道義責任」

據英政府規定，密檔保存30年後可向外公
開。英國國家檔案館前日公開一批1984

年的秘密文件，揭示當年聯合聲明簽署前後
兩國之間的外交活動。文件顯示，在聯合聲
明簽署前，英方曾尋求與中方加強經濟聯
繫。戴卓爾夫人在訪華之行中，中英達成多
項商業合作，包括討論在廣東省興建核電廠
的計劃。
密件又披露，戴卓爾夫人於1984年12月訪

問北京，與時任總理的趙紫陽共同簽署聯合

聲明，確定香港主權於1997年7月1日交還中
國，同時提到「部分人質疑中方會否遵守協
議，（已故中央領導人）鄧小平表示，他希
望告知首相（戴卓爾夫人）及全世界，中方
一向信守承諾」。
密件又指，戴卓爾夫人簽署聲明後，隨即

訪港並與當時的行政立法兩局的非官守議員
會面。其中的講話重點，包括表明英國在
1997年後，有權且會毫不猶豫地提出中國違
反聯合聲明的任何情況。英方為戴卓爾夫人

準備的一些傳媒答問提示中，甚至提到「英
國會向中國政府作出最強烈的抗議，糾正違
反國際協議的嚴重問題」。

劉迺強：英國會「調查」是「惹是生非」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指出，回歸初期仍處於過渡階
段，英方仍可透過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就香港
問題與中國外交部商討，惟此聯絡小組已於
2000年1月1日完成任務解散。故此，他認為
英國現時再無任何權力干預香港事務，又指
中國外交部已多次強調，英方對回歸後的香
港「無主權、無治權、無監督權」。劉迺強
批評英國國會宣稱要「調查」聲明執行情況
是「惹是生非」。
本身為律師的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強
調，戴卓爾夫人只表述她個人有關英方的單
方面意見。然而，訂立聯合聲明的目的，是
確保在1984年簽署當年至1997年香港政權移
交中國前的一段時間，有關香港在財物、土
地以至軍事等各方面的交接安排，在1997年
7月1日後，聯合聲明已完成歷史任務。

簡松年：英對港事務無從置喙
簡松年從兩方面特別指出，從法律上說，

聯合聲明並無說明其有效期會延續至1997年
7月1日以後，絕不存在所謂英國有權可再就
聲明提出意見的法律責任；從主權上說，中
國已在1997年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此
後的所有事務，一律屬於中國內政，英國對
香港事務無從置喙，更不存在所謂「道義責
任」。
簡松年認為，戴卓爾夫人當年簽署後急於

訪港會見兩局議員提出有關說法，目的是為
安撫當年香港的富有階層，避免英方被指摘
「無道義」。如今香港個別政界和傳媒聲言
英方「有權有責」監察聲明落實情況，目的
則是要挑戰中央權力，以求在普選上讓與中
央對抗的人當特首，分享管治權力。簡松年
批評，提出這些意見的人，應拿出法律依
據，不能向公眾隨意歪曲法律內容，擾亂社
會認識「一國兩制」。

宋小莊：要中國言聽計從絕無可能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法學博士宋小莊指
出，聯合聲明已完全落實於香港基本法中，
中央政府回歸至今並無違背任何香港基本法
條文。英國無權亦無相應措施干預香港事
務，某些人想藉干預香港事務要中國言聽計
從是絕無可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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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佔領」行
動被清場後，少數激進示威者仍死心不息，
盤踞帳篷霸佔立法會綜合大樓下添美道人行
道兩側。香港商界代表呼籲嚴防非法「佔
中」死灰復燃，促請特區政府依法懲處暴力
「佔中」者，以體現香港依法治港的精神。

促依法懲處煽動組織指揮者
香港中銀國際副董事長林廣兆、金龍科技

集團董事局主席胡國贊聯合發表聲明，呼籲
特區政府依法懲處非法「佔中」的煽動者、
組織者、指揮者，嚴防非法「佔中」死灰復
燃。
身兼中國華僑公益基金會副會長、香港福
建社團聯會永遠名譽主席的胡國贊認為，香
港主流民意早已對嚴重干擾香港正常秩序的
非法「佔中」極為反感。他指出，非法「佔
中」行動在過程中不斷升級，「佔中」者早
已背離了其自身鼓吹的所謂「愛與和平」的
虛偽主張，令香港人目睹了部分「佔中」者
的暴力行徑。
他批評，一些不務正業的游民，冒充學生

者構成了非法暴力「佔中」的骨幹力量，質
疑他們佈鐵馬、放路障阻礙交通，嚴重影響
香港人的正常工作生活。更可惡的是有激進
者利用雨傘、穿上布有鋼板的鞋子等襲擊依
法維持社會治安的警員，「這些暴力『佔
中』者行徑已構成嚴重犯罪，我們在此呼籲
特區政府，對暴力『佔中』者要依法懲處，
以體現香港『依法治港』的精神，維護公平
正義、維護社會的繁榮穩定。」

■反對派發表所謂的「民情報告」。 鄭治祖 攝

反對派發表A貨「報告」被批對政改無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將於下月初

向國務院港澳辦提交民情報告，詳述「佔領」行動對
香港政治環境的影響。而23名反對派議員則「搶閘」
於昨日發表一份適合他們「口味」的所謂「民情報
告」，還惺惺作態，要求中央政府撤回「8．31」人大
常委會的決定、重啟政改五步曲，並以脅迫口吻揚
言，任何在「8．31」框架下提出的政改方案，都會將
其否決云云。對於反對派的言論，有建制派人士批
評，「佔領」行動神憎鬼厭，反對派拒絕承認錯誤，
不斷提出一些天方夜譚的訴求，目的只為「佔領」行
動找一塊遮羞布，對政改毫無益處。
在「人民力量」、社民連及黃毓民未有參與的情況

下，23名反對派議員昨日匆忙晒出一份所謂「民情報
告」。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聲
稱，該份「民情報告」的重點，將是特區政府報告中
「缺少」的內容，要求中央撤回「8．31」人大常委會
的決定、重啟政改五步曲，加入他們的意見云云。梁家
傑聲言，任何在「8．31」框架下提出的政改方案，23
名反對派議員都會在立法會表決時，予以否決。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則聲言，若中央繼續堅持「8．

31」決定，除了不獲立法會通過外，未來一年，香港
將會發生很多「不可預見」的混亂場面。至於該份所
謂「民情報告」是否反對派向中央施壓的工具，及是
否「預告」若政改「不合心意」時，反對派將不惜一
切將其摧毀，甚至押上全港市民的利益，梁家傑就拒
絕回應。

姚思榮：圖為「佔」錯失開脫
對於反對派的言論，立法會旅遊界功能界別議員姚

思榮指出，當日特區政府「政改三人小組」承諾，撰
寫的民情報告，其範圍須按照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決
定的框架進行，但今次反對派提出所謂「民情報告」
內容，完全違反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
框架，只屬「擺姿態」，對全局沒有任何幫助，反之
令事件變得複雜。姚思榮認為，「佔領」行動以失敗
告終，反對派便拿「民情報告」作為掩飾，為自己開
脫，企圖讓外界不覺得他們做錯事。

王國興：報告極具偏頗性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表示，反對派的「民情報

告」只列出對其有利的內容，完全是一份極具偏頗性
的報告。王國興說，「佔領」行動是一件違法行為，
在短短數個月內，已經有兩次「反佔領」簽名，而簽
名的數目每次均高達過百萬人，但反對派就視而不
見，非民主所為，亦違反民意趨勢。

■立法會廣場被清場後，有「佔領」者改在臨近的添美
道行人路上紮營。 資料圖片

逾千頁民情報告 最快1月6日提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經過一

段時間的歸納和整理工作後，「民情報告」即將出
爐。消息人士透露，特區政府最快將於明年1月6
日，向國務院港澳辦提交民情報告。該份報告厚達
1,000多頁，報告的內文約數十頁，但附件的信息量
則相當大，約有「過千」頁數，當中包括時序表、
多個機構及團體所作的民意調查，和不同形式的立
場書等。此外，特區政府「政改三人組」亦可望於
明年1月7日，展開第二輪的政改諮詢工作。

冀反對派勿否決方案 免辜負市民期望
政府發言人昨日回覆有關查詢時表示，特區政

府已完成民情報告的撰寫工作，並將於短期內提
交國務院港澳辦。民情報告的相關內容，包括自8
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政改決定起，至12月
15日警方完成清除銅鑼灣一帶道路障礙物為止，
其間發生與政制發展相關的事件。發言人強調，
依法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廣大香港市民的
共同願望，而特區政府衷心期望反對派議員不要

輕言否決方案，避免令到政制發展原地踏步，辜
負市民期望。
有關民情報告源於早前「政改三人組」與學聯

代表會面時所作出的承諾。除了民情報告外，亦
提出考慮設立「多方平台」，討論有關政改事
宜。消息人士指出，港府當時只提到「積極考慮
探討」，並無作出任何保證。事態發展至今，反
對派為求「出位」，多番揚言要將會否決在人大
決定框架下的政改方案云云，令當局覺得再設立
「多方平台」的意義不大。
此外，消息人士指，「多方平台」本身亦存在

很多技術性的問題，因為經過早前的「佔領」事
件，發現社會上存在一種「某某不代表我」的現
象，一旦運作起來，將難以找到讓各方均感到滿
意的代表。消息人士又表示，按照過往經驗，這
類型的平台多變成「口水會」。反之，若以「核
心小組」形式，再收集各方意見的話，除令小組
的運作具有彈性，收集意見的內容可以較多樣
化，更不會出現「人多混亂」的情況。

■「許仕仁貪污案」登上「2014年香港十件大事件」
榜首。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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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三人組」可望於明年1月7日，展開第二輪的政改諮詢
工作。 資料圖片


